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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柠檬 (LULU US; 174.52 美元; 目标价: 220.00 美元) 
一季度销售大涨，预计全年毛利率上升    
受益于持续成功的主要产品特许经营、数字化改进、以及引进忠诚度和自我保健项目，露露柠檬的业务势头有

望推动 2019 年可比销售增长达到低双位数的速度。一季度，数字销售额增长 35% (占总数的 26.8%)，男女装

销售均强劲，外衣尤其突出，令门店客流量稳定。美国门店升级和在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的启动将在

2020 年前将数字化扩大至 10 亿美元。一季度毛利率增长 80 个基点，主要由于产品利润率提高了 190 个基

点，同时产品成本下降，产品组合较好。在供应链计划和规模效率的推动下，预计 2019 年毛利率将进一步扩

大，但运费和关税的上升是逆风。一季度营销行政支出率上升了 44 个基点。 

其他摘要 
特斯拉 (TSLA US; 213.91 美元; 目标价: 250.00 美元) 
需求有担忧，中国和欧洲销售可能下降得更快    
纯粹由于在全球市场的扩张，特斯拉有可能实现其二季度销售复兴的目标。但我们相信，特斯拉电动车在美国

境外市场的需求期更短，因为当地品牌已经建立并受到青睐，这些市场饱和的速度快于美国。在美国，特斯拉

在产量上升期盈利薄弱，这可能预示其进军海外市场踏入下一阶段增长时毛利率也将受压。随着美国需求放

缓，公司重新进入增长模式，但在中国和欧洲扩张意味着负盈利。除了管理销售、分销和支持网络的成本之

外，特斯拉要在当地竞争对手长久占据并受拥戴的外国市场获得一席之地无疑是个挑战。以低价、低利润的

Model 3 系列打开市场很可能是公司最有效和可持续的战略。这些市场对特斯拉技术的需求不是无限的，而且

本地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特斯拉的销售迅速枯萎。 
 
苹果 (AAPL US; 194.15 美元; 目标价: 260.00 美元) 
应用程序商店老化，但仍能推动服务在中期增长    
根据 Sensor Tower 数据，截至 6 月 9 日的一周，苹果的 App Store 销售额增长了 14.9%，这使本财年的服务

收入有望实现中期增长。随着热门应用程序的老化，App Store 和服务的销售增长仍在放缓，但这一趋势会被

iOS 安装量的增长部分抵消。据 IDC 数据，苹果 2019 -22 年期间 iOS 安装量预计增长 4.4%。因投资组合成

熟，同比基础依然较高，苹果服务部门的增长将继续放慢。今年 App Store 销售下滑支持这一观点。Sensor 
Tower 数据显示，下滑趋势持续到了 6 月 9 日结的当周，该周销售额增速为 14.9%，相比去年同期的 22%。

尽管如此，App Store 的销售额仍有助于推动苹果服务收入的中期增长，超过公司其他部门的大部分市场，以

应对弱势 iPhone 的势头。App Store 增长放缓普遍存在。在苹果的前十大市场中，美国、中国、日本、英

国、台湾、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韩国和法国的增速同比下降了 800 多个基点。中国是个例外，苹果在中

国的收入上涨了 12.7%，略高于去年同期的 12.1%。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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